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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直昇機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救護直昇機管理辦法係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二十二條授權，於九

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緊急醫療救護法並於一百零二年一月十

六日修正第二十二條為：｢救護直昇機、救護飛機、救護船（艦）及其他

救護車以外之救護運輸工具，其救護之範圍、應配置之配備、查核、申請

與派遣救護之程序、停降地點與接駁方式、救護人員之資格與訓練、執勤

人數、執勤紀錄之製作與保存、檢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定之。｣基於本國國土包含綠島、蘭嶼、澎湖及

金門、連江等離島以及偏遠地區，受限於交通不便與當地醫療資源缺乏不

均，對於緊急傷病患救護及轉診之空中救護需求較高，有增列救護飛機及

其他空中救護運輸工具之需要，爰擬具修正「救護直昇機管理辦法」修正

草案，並修正名稱為「空中救護運輸工具管理辦法｣，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 增訂本辦法之用詞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增訂空運工具分為民間機構及公務機關設置。(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修正本辦法之救護範圍。(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 修正空中緊急救護與空中緊急轉診之基本原則。(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 修正各執行救護之機關、機構應建立審核機制，必要時可委由專業團

體或機構辦理。(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 修正空中緊急救護、空中緊急轉診、以及空中緊急運送之申請聯繫相

關程序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至第十一條) 

七、 修正救護人員教育訓練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八、 修正空中救護運輸工具應配置之配備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九、 修正家屬隨行之文字。(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十、 修正救護人員值勤紀錄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十一、 增訂空中救護運輸工具之配備應隨時完成整備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十七條) 

十二、 增訂主管機關得進行聯合查核之機制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十三、 修正本辦法除另定施行日期外，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十九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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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直昇機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空中救護運輸工具管理辦

法 

救護直昇機管理辦法 為規範包含救護直昇機、

救護飛機或其他空中救護

運輸工具在內之空中救護

運輸工具管理體系，爰修

正本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新增。 

第一條 本辦法依緊急醫

療救護法（以下稱本法）

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緊急醫

療救護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訂定之。 

依法制體例，新增本辦法

中緊急醫療救護法之簡

稱。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空中救護運輸工具

（以下簡稱空運工

具）：指執行空中救

護之直昇機、飛機

或其他空中救護運

輸工具。 

   二、救護人員：指執行

空中救護之人員。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定義「空中救護

運輸工具」及「救護人

員」名稱。 

 

第三條  空運工具，分為

民間機構設置之民間空

運工具，及機關設置之公

務空運工具。 

      民間空運工具，應依

民用航空法及其相關法

規設置；公務空運工具，

應依其設置機關組織及

其他相關法規設置。 

      民間空運工具設置

後，其機構接受機關委

託執行空中救護時，應

檢具相關委託文件、資

料，報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備查後，始得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空運工具設置單位分

為民間及公務二類，

爰增訂第一項規定。

另目前公務單位有設

置直昇機執行空中救

護任務之單位為(一)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

隊。(二)行政院國家

搜救指揮中心:依任

務需求種類派遣國防

部之空軍救護隊(通

稱海鷗部隊)。 

三、增訂第二項規定民間

及公務空運工具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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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終止委託時，亦同。 置依據；所稱「其他相

關法規」如民用航空

法等。 

第四條 空中救護之範圍

如下： 

一、空中緊急救護：執

行本法第三條第一

款及第二款傷病患

之緊急救護及醫療

處理。 

二、空中緊急轉診：執

行本法第三條第三

款傷病患之緊急轉

診。 

三、空中緊急運送：執

行本法第三條第四

款移植器官之緊急

運送。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空中

救護，其範圍如下： 

一、 空中緊急救護：緊

急傷病患到院前之

現場與送醫之緊急

救護。 

二、 空中轉診：離島、偏

遠地區醫院重大傷

病患之轉診。 

三、 移植器官之緊急運

送。 

依本法第三條規範空中救

護之範圍。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救護

直昇機，係指執行空中

救護任務之直昇機，分

為專用救護直昇機及非

專用救護直昇機。 

一、本條刪除。 

二、修正條文第二條已針

對空中救護運輸工具

予以定義，且依空運

工具是否屬支援用，

於附表四作不同規

定，爰刪除本條。 

第五條 空運工具執行空

中緊急救護及緊急轉診

之基本條件如下： 

一、當地醫療資源，依其

設備及專長無法提

供完整治療，且具時

效性及迫切性，非經

空中緊急救護或緊

急轉診，有影響傷病

患治療之虞；其使用

空運工具之適應症，

規定如附表一及附

表二。但民間提供之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規定附表三、附

表四及附表五針對空

中緊急救護與空中緊

急轉診適應症之基本

原則，與本條內容重

複，故附表相關規定

予以刪除。 

三、第一款對於救護運輸

工具之使用時機，已

訂定「時效性」與「迫

切性」之前提，為免

「立即」用語將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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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空運工具不在

此限。 

二、接受轉診或診治之醫

院，應能及時提供傷

病患適切醫療。 

三、空中緊急救護或緊急

轉診途中，應有受充

分訓練之救護人員

隨行救護及足夠之

救護設備。 

情是否僅限縮於「當

下」之影響始能進行

救護任務之解釋爭

議，爰刪除「立即」用

語。且對於傷病患之

影響，不以生命安全

為限，具時效性與迫

切性即可，故刪除「生

命安全」文字，以有影

響傷病患治療之虞即

可出勤。另明定附表

一及附表二之適用範

圍，限於政府提供之

救護運輸工具。至於

民間提供之自費空運

工具，則由病患與業

者間以契約自行約

定。 

 

第六條 為提升空中緊急

醫療救護品質，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及下列機

關、機構，應分別建立空

運工具救護與出勤派遣

審核機制： 

一、執行空中救護機

關。 

二、公務空運工具設置

機關。 

三、民間空運工具設置

機構及其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前項審核，各機關、

機構得委託專業機構、

團體辦理，並依審核結

果，通知空運工具設置

機關、機構派遣空運工

具出勤。 

第四條 為促進空中救護

品質，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應建立空中救護審核

機制，必要時並得委託

專業團體或機構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依據本法第三條「緊

急醫療救護」文字，將

「空中救護品質」修

正為「空中緊急醫療

救護品質」。 

三、現行衛生福利部空中

轉診審核中心，雖定

有「離島地區緊急空

中後送案件標準作業

流程」，對病情是否需

後送進行審查。惟救

護出勤審查內容並不

僅限醫療因素，並應

考量運輸工具飛航安

全之適航、載重及天

候等因素，且分屬不

同機關所主管之專

業，需協調合作。故以

現有機制為基礎，於

第一項規定由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與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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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救護之機關、機

構，應分別建立審核

機制。 

四、為避免「救護審核」用

詞之解釋可能限縮於

醫療因素之審核，爰

修正文字為「救護與

出勤派遣審核機制」，

以完備專業考量。 

五、現行條文後段規定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二

項，並增加將審核結

果通知相關機關、機

構之規定，以完備實

務流程。 

 

第二章 空中緊急救護  章名新增。 

第七條  空中緊急救護，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

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依

本法第十二條第三款規

定受理申請後，應填具

空中緊急救護申請表

（如附表一），經由中央

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

中心，通知公務空運工

具設置機關派遣適當之

空運工具。 

      空中緊急救護，應

將傷病患送至就近之適

當醫療機構。但病人病

情特殊，有送至其他適

當醫療機構必要者，不

在此限。 

第七條 空中緊急救護，由

當地消防局救護指揮中

心填具空中緊急救護申

請表，格式如附表四，傳

真向內政部消防署救災

救護指揮中心申請。 

   空中轉診，由重大

傷病患之就診醫院填具

空中轉診申請表，格式

如附表五，並敘明與接

受轉診醫院聯絡安排情

形，傳真向內政部消防

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申

請，並副知當地衛生局。 

   內政部消防署救災

救護指揮中心應依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委託專業

團體或機構之審核通

知，派遣救護直昇機出

勤。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空中緊急救護或空中轉

診，地方政府或相關機

一、配合本法第十二條規

定，以及現行機關設

置名稱為「直轄市、縣

(市)消防機關救災救

護指揮中心」，爰修正

第一項相關文字。 

二、現行到院前緊急救護

業務，依據本法及消

防法之規定，屬消防

主管機關之權責，爰

保留第一項規定。另

為配合現行實務運作

情形，於第一項後段

增列通知公務空運工

具設置機關之規定。 

三、空中緊急救護，除病

情特殊外，以送至就

近之適當醫療機構為

原則，爰將現行條文

第九條移列至第二

項。又現行條文第九

條將後送之就近區域

依照北、中、南、東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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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民間救護直昇機設

置機構訂有合約者，逕

申請當地衛生局或相關

機構派遣該合約民間救

護直昇機設置機構為

之。 

 

第九條  救護直昇機執行

空中緊急救護，以送至

就近區域之北部、中部、

南部或東部救護區之適

當醫院為之。但病人病

情特殊，須送至其他救

護區之適當醫院者，不

在此限。 

護區進行區分，為保

持個案彈性，爰刪除

「北部、中部、南部或

東部救護區」之限制，

以個案病情判斷後送

之就近區域。 

四、現行條文第七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屬緊急轉

診之規定，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九條及第十

條。 

五、現行條文第七條第四

項規定，已於修正條

文第三條第三項另有

委託之規範，爰予刪

除。 

第八條  救護直昇機執行

空中緊急救護時，得在

醫院直昇機飛行場降

落。 

      醫院直昇機飛行場

依當時狀況不適合起降

或無飛行場，而在其鄰

近直昇機飛行場、機場

起降時，得向直轄市、縣

(市)消防機關救災救護

指揮中心申請救護車接

駁。 

 

第十條 救護直昇機執行

空中救護業務，得在醫

院直昇機飛行場降落。 

    醫院直昇機飛行場

依當時狀況不適合直昇

機起降或醫院無直昇機

飛行場，在鄰近直昇機

飛行場或機場起降時，

當地消防局救護指揮中

心應派遣救護車接送。

但空中轉診或移植器官

之緊急運送，由原申請

醫院協調送達地之醫院

派遣救護車接送。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十二條規

定，以及現行機關設

置名稱為「直轄市、縣

(市)消防機關之救災

救護指揮中心」，爰修

正第二項相關文字。 

三、空中緊急轉診及運送

之救護車接送申請，

已分別明定於修正條

文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規定，爰將現行條文

第二項但書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十一條第三

項。 

第三章 空中緊急轉診  章名新增。 

第九條  空中緊急轉診，

由申請緊急轉診之醫療

機構填具空中緊急轉診

申請表(如附表二)，向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或第

六條第二項受委託之專

業機構、團體申請，並副

第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空中轉診，由重大傷病

患之就診醫院填具空中

轉診申請表，格式如附

表五，並敘明與接受轉

診醫院聯絡安排情形，

傳真向內政部消防署救

一、 本條為現行條文第七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

移列。 

二、 因衛生福利部之空中

轉診後送醫療照護機

制，係委託專業機構

辦理審核，爰針對轉

診之案件可逕向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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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直轄市、縣(市)衛生

主管機關。 

      前項申請經審核通

過後，由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或受委託之專業機

構、團體，通知空運工具

設置機關、機構派遣空

運工具出勤。 

災救護指揮中心申請，

並副知當地衛生局。 

      內政部消防署救災

救護指揮中心應依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委託專業

團體或機構之審核通

知，派遣救護直昇機出

勤。 

託之專業機構、團體

申請。另基於地方自

治，各地方衛生主管

機關之名稱可能有所

不同，爰修正「衛生

局」為「衛生主管機

關」，爰修正第一項。 

 

 

第十條 空中緊急轉診，應

將傷病患送至就近適當

醫療機構為原則。 

    申請緊急轉診之醫療

機構，應與接受轉診之

醫療機構先行聯絡協

調，預作接受轉診之準

備及派遣救護車接送。 

    空中緊急轉診，應遵

行空運工具設置機關、

機構之相關規定。 

第六條  申請空中緊急救

護或空中轉診之空中救

護適應症，如附表三。 

     空中轉診，除應符合

前項空中救護適應症

外，以該地區之醫院依

其設備及專長無法提供

完整治療，且非經空中

轉診將影響緊急醫療救

護時效者為限 。 

      前項申請空中轉診

之醫院，應與接受轉診

之醫院先行聯絡協調，

預作接受轉診之準備。 

一、 條次變更。 

二、 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一

項之適應症於修正條

文第五條第一款，已有

規定，為免重覆，爰刪

除之。 

三、 醫療法第七十三條已

規定因限於設備及專

長能力，無法提供完整

治療，應先予適當之急

救並建議轉診，爰為修

正條文第一項規定。 

四、 修正條文第二項為現

行條文第六條第三項

所移列。 

五、 空中緊急轉診應考量

運輸工具飛航安全之

適航、載重及天候等因

素，且分屬不同機關所

主管之專業，爰空運工

具設置機關、機構若對

於轉診另訂有相關規

定，亦應予以遵循，爰

增訂修正條文第三項

規定。 

第四章  空中緊急運送  章名新增。 

第十一條 空中緊急運送

移植器官，於夜間無民

航機飛行或有緊急運送

必要時，由醫院填具空

中緊急運送申請表(如

附表三)，向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或第六條第二項

第八條 移植器官之緊急

運送，由器官移植醫院

填具移植器官緊急運送

申請表，格式如附表六，

傳真向內政部消防署救

災救護指揮中心申請，

並副知當地衛生局。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合併規定

於修正條文第一項。

另基於地方自治，各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之

名稱可能有所不同，

爰於修正條文第一項

修正「衛生局」為「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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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託之專業機構、團

體申請，並副知直轄市、

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前項申請經審核通

過後，由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或受委託之專業機

構、團體，通知空運工具

機關、機構，派遣空運工

具出勤。 

 空中緊急運送，由

原申請醫院協調送達地

之醫院派遣救護車接

送。 

 空中緊急運送，應

遵行空運工具設置機

關、機構之相關規定。 

 

    申請移植器官緊急

運送，以在夜間無民航

機飛行時或臨時須緊急

運送者為限。 

 

第十條第二項  醫院直昇

機飛行場依當時狀況不

適合直昇機起降或醫院

無直昇機飛行場，在鄰

近直昇機飛行場或機場

起降時，當地消防局救

護指揮中心應派遣救護 

車接送。但空中轉診或

移植器官之緊急運送，

由原申請醫院協調送達

地之醫院派遣救護車接

送。 

 

生主管機關」。 

三、緊急運送須經審核通

過後，通知公務空運

工具機關進行後續聯

繫派遣事宜，空運工

具機關則有配合派遣

之義務，爰增訂修正

條文第二項規定。 

四、現行條文第十條第二

項但書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三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五、空中緊急運送亦應考

量運輸工具飛航安全

之適航、載重及天候

等因素，且分屬不同

機關所主管之專業，

爰空運工具設置機

關、機構若對於轉診

另訂有相關規定，亦

應予以遵循，爰為第

四項規定。 

第五章 救護人員及救護

設備 

 章名新增。 

第十二條  空運工具執行

空中緊急救護或轉診

時，除駕駛員外，至少應

有一名救護人員隨行執

行救護。 

    救護人員應具有

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一、醫師。 

二、護理人員。 

三、高級救護技術員。 

四、中級救護技術員。 

      第一項救護人員，

依病人病情需要，得由

申請轉診之醫療機構，

派遣醫師或護理人員隨

行救護，或協調接受轉

診醫療機構派遣醫師或

第十一條 救護直昇機執

行空中緊急救護或空中

轉診時，除駕駛員外，至

少應有一名空中救護人

員隨機執行救護。 

  前項空中救護人

員，應具有下列各款之

一之資格： 

一、醫師。 

二、護理人員。 

三、高級救護技術員。 

四、中級救護技術員。 

  救護直昇機執行空

中轉診，第一項之空中

救護人員，依病人病情

需要，得由申請空中轉

診之醫院，派遣醫師或

一、條次變更。 

二、申請轉診可能為各級

醫療機構，爰於第三

項將「醫院」修正為

「醫療機構」，其餘項

次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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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隨行救護。 護理人員隨機救護，或

協調接受轉診醫院派遣

醫師或護理人員為之。 

第十三條  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及各執行空中救護

任務之主管機關，得指

定適當機構辦理救護人

員訓練及繼續教育。 

      前項救護人員訓練

與繼續教育之課程及認

定標準，由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會同空運工具主

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 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得指定適當機構辦

理空中救護人員之訓

練。 

   前項空中救護人員

訓練課程，由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執行救護任務之主管

機關，亦得指定適當

機構辦理訓練與繼續

教育，爰修正第一項。 

三、除課程內容外，亦應

訂定繼續教育認定之

標準，爰修正第二項。 

第十四條  空運工具執行

空中緊急救護及轉診

時，應配置完整適當之

救護配備（如附表四）。 

      空運工具配備，應

符合適航相關規定，並

取得證明文件，或依相

關法規完成適航驗證。 

      前項規定之施行日

期，由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五條 專用救護直昇機

應配備之救護裝備，如

附表一。非專用救護直

昇機應配備之救護裝

備，如附表二。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

五條移列；另因現行

條文第三條有關專用

及非專用救護直升機

之規定已刪除，爰刪

除相關文字；且配合

本法第二十二條使用

「應配置之配備」用

詞，酌作文字修正，並

將附表一及附表二移

列為附表四。 

三、考量空運工具航行安

全及配備於飛行過程

中之正常運作，於執

行空中緊急救護及轉

診，其配備應符合適

航驗證之規定，爰增

訂第二項。 

四、空運工具搭載設備所

需適航證明或適航驗

證，須有緩衝期，爰

增訂第三項規定。 

第十五條  空運工具執行

空中緊急救護或轉診

時，病人家屬得隨行，以

一人為限。 

第十二條 救護直昇機執

行空中緊急救護或空中轉

診，病人家屬得隨行，但以

一人為限。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二條之用語，

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六條  救護人員執行

救護任務，應填具執勤

第十三條 空中救護人員

隨機執行救護業務，應填

一、條次變更。 

二、執勤紀錄表係救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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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表(如附表五)一式

三份，一份交予接受醫

院或接駁救護車之救護

人員轉交接受醫院，連

同病歷保存；一份由空

運工具設置機關、機構

留存；一份交予申請單

位留存。 

     前項執勤紀錄，應至

少保存七年。 

具空中救護紀錄表(如附

表七)一式三份，一份交予

收受醫院連同病歷保存；

一份由救護直昇機設置機

構留存；一份交予內政部

消防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留存。 

員施行救護所填寫之

紀錄，交由執行業務相

關機關、機構留存，爰

予修正第一項。又填具

紀錄表之形式，非僅限

書面，可包括電子或電

腦方式；另「交予」方

式，亦不限以書面方式

處理。 

三、參考醫療法第七十條

病歷保存規定，於第二

項增訂保存執勤紀錄

年限為七年。 

第十七條  空運工具應維

持清潔，並定期施行消

毒；救護配備應定期保養

及隨時補充。 

    空運工具於運送傳染

病或疑似傳染病之病人

或運送受化學、輻射物

質污染之病人後，應依

其情況，施行必要之消

毒或去污處理。 

第十五條 救護直昇機應

維持清潔並定期施行消

毒。 

  救護直昇機於運送傳

染病或疑似傳染病之病

人或運送受化學、輻射

物質污染之病人後，應

依其情況，施行必要之

消毒或去污處理。 

一、條次變更。 

二、為衛生及安全之因，

救護配備應定期保養

及隨時補充，爰修正

第一項。 

 

第十八條  直轄市、縣

(市)衛生主管機關得

會同空運工具設置機

關、機構，對設置空運

工具之救護人員資格

與訓練、應配置之配

備、執勤紀錄、衛生安

全、出勤作業、保養作

業或其他相關事項，進

行查核，並要求提出紀

錄、報告或資料。 

      空運工具設置機

關、機構就前項查核及

相關紀錄、報告或資料

之提供，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一、本條新增。 

二、查核作業係地方衛生

主管機關之權責，基

於飛航專業需求，得

會同空運工具之主管

機關，對於救護人員

之訓練資格、救護配

備及救護紀錄等相關

事項，進行檢查，爰為

第一項規定。 

三、第二項為空中救護品

質及安全，空運工具

設置機關、機構，有配

合查核及提供紀錄等

文件之義務規定。 

第六章 附則  章名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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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本辦法除另定

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關於第十四條空運工

具搭載設備所需適航

證明或適航驗證，需

有緩衝期間，爰增訂

除外規定。 

 


